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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漢語神學研究的可能路徑

以接心關鍵祠「三位一體」為例

商清和

上海大學歷史象副教授

一、引言

隨著相關數據庫的建設與使用，明清漢語基督教研究

進入到新的研究階段。 1本文嘗試借助《漢語基督教文獻書

目數據庫) ， 2通過對晚明以來相闋的漢語基督教文獻的梳

理，探析明清漢語神學核心關鍵詞「三位一體」及其思想

的形成與演變過程，並反思在大數據時代漢語神學研究的

可能路徑。

在基督宗教的神哲學體系中，三一論思想具有重要的

地位。晚明耶穌會士入華伊始，就面臨著如何向中國人準

確介紹三一論思想之難題，尤其是如何準確翻譯

“T血i阻s" 。耶穌會士採取的適應策略，讓利瑪實 (Ma帥。

Ricci, 1552-1610) 等傳教士意識到公開講授耶穌降世救贖

的內容，可能會不利於傳教，因此在早期文獻當中，傳教

士並未詳細論述三一論。但在面向教內信徒的信經解釋以

1 不僅是明清漢語基督教研究，諸如中國歷史、宗教、且想史研究均受到大數聾的重要11

薯，如〈中圖畫E現代且想且全文槍章數擾庫(1830-1930) }是第一個有關中國近代J思
想史的專業數據庫，已經有相闊的研究成深圓其抽諸如〈中國基本古籍庫》、〈回庫矗

列數動庫〉、〈中國1f車庫〉、〈中國近代報刊庫〉、〈大成老曹刊全文數曲直庫〉等等

巴盤成屆中國λ士研究的重要工具﹒

1 此數雖庫屆中國國軍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成果，目前已經入庫三萬餘儼書目信息，數接庫

網扯lII h呻:/lxs.bb血。咀 Z 目前仍在內部測試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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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教義問答之中，我們仍然看到有關三位一體的描述。

基督宗教聖經當中並無三位一體的論述。有關三一論

神學亦是經過教父哲學家、中世紀神學家而逐步形成並發

展起來的。但即使在西方，有關三位一體的闡述不僅存在

看分歧與爭議，而且其內涵極為復雜，非能一言兩語予以

闡釋清楚。奧吉斯丁 (Augus國ne of Hippo, 354-430) 曾在

與異端的辯論中撰有專著《諭三一> (De Trinitate) ， 對

三一神學展開了系統論述。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缸， 1225-1274) 在其集大成著作《神學大全> (Summa 

Theologiae) 中亦有專論。

二、西方基督教三→論的演變

三一諭(組血恤，出且可;三位一體或三元一體戶是基

督宗教的核心教養與思想之~ 0 4在基督教發展史中，三一

論有一個逐漸演化的過程。早在使徒時代，羅馬的克萊門

(Clement ofRome) 就曾致信給哥林多的教會，以示他研

見證的聖父、聖子、聖靈的合三為一。但在第二世紀，使

徒們並未就聖子、聖靈與聖父之間的關係等關鍵問題展開

深入討論。在「古羅馬信經」基礎上的《使徒信經》則對

三者之間的關係有了初步描述 5

(1) Ego credo in om血lpot祖祖血 D個血 pa位自n， q'叫 creavit

3 輔仁神學著作鋪幫會， (基督宗教一一扑語漢語神學詞語暈鍋) (上揖天主教上禪教

區先融社， 2曲7) ，頁 [049 • 
4. j參考品伽'licE.阿m坤吋旬. ''The Ble甜甜祖國ty" (htlps:/Iwww曲曲。Hc.orgl，祖叮d叩吋w

view.p1:月前id=116蟬，甜闡盼d on 24 Apr 201η ，聲龍飛， (形上之路基督宗教的哲學建

構方輯研究)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且13) ，頁 29 • 

5 三.{i!.一體且想最初與說祖有關，並有串起一置信仰的信擁到三重以且到〈信徒情經》潰化的

過程，可壘考樟懷獻， (古代基督教且) (上海上禪人民出版社， 20[2) ，頁 134-137 ; 

替龍飛， æ上之路) ，頁呵，呵北信德社鋪， (主主教教理) (石車莊柯北信穗社，

油[2) ，賈 64'

96 



明清漢語神學研究的可能路徑

caelu血 et terra血; (2) Ego credo in unicu且可由 filium Jesu血

christwn D。因num nos個血; (3) Ego cr吋oq囚d de spiritu 

S阻翩翩呻tus sit et natus ex M血a Virgine; (4) Ego credo 

quodp間間 est sub poutio Pilato, quod crucifix間， mortm略目

呻ultus 叫份 Ego credo 咽。dde間且如it 祕 inferos， et個自

Die a mo:前回sr甜U祖it; (6) Ego credo quod asc扭曲.t ad caelos, 

et sedet ad dexteram Dei patris om面po阻ntis; (7) Ego credo 

quod in fine dierum venturua 甜 judicare viv，目前血耐uos; (8) 

Ego 回國。旭 Spititu血 S祖ctu血; (9) Ego cr咽。旭 S阻咽血 d

apostolica血 E∞lesia血 et om曲血 S祖，ctorum ∞血血.unionem;

(10) Ego credo remi阻阻目n pecca:個問血; (11) Ego cr咽。 carms

m間ctiou間; (1勾 Ego credovi個血扭扭ma血，阻血 6

在教父時代，諸如殉道者游斯丁 (J回回 Martyr) 、伊

里奈烏(Ire臨eus) 嘗試對此進行回答。游斯了認為聖父明

顯就是一位“Triad" ;聖靈(或聖言)就是上帝本身，因

此無論是聖靈抑或是聖言都不能與聖父分離。游斯丁將聖

吉理解為聖父的理性意議 (rational consciu阻自s) 的「先存

在J (p扭扭扭扭nt) 。同時代的伊里奈烏更加強調聖靈在救

贖過程中的作用，以及聖育與聖父的永久共存。 7

德爾圖良 (Tertullian) 第一次使用拉丁語‘T血i個s"

以指神聖的整體 (divine unity) 散發為三一。德爾國良將

此「三」理解為三個個體 (individuals) 。同時，德爾圖良

為了更準確的解釋聖子與聖靈，他對位格 (Person) 進行了

更深入的解釋。德爾圖良的三一論被稱為「經世三一」

6 革開版本的拉了土總桂情街有昕差別，本盧引用的壘眉苦章 (J，閻明 00"'"四周)

〈三一三> r情經直解」部#昕附拉丁文信經﹒

7 哩。ly Trinity'旬 inM酬，曲的。lic E呵"，/ope<抽(Second Edi組抽L)， vol. 14 個甜甜

ThomsonlGa誨; Washing恤， D.C.: Ca勘.JicUJ曲間ityofAmer恤~2003)， p.189

97 



肖j育和

為四世紀基督教三一神學正統的塑造奠定了基礎。 8

奧利金(Origen) 則第一次對「聖父、聖于、聖靈」

的意義作出哲學的解釋。奧利金認為，聖父即作為純粹精

神的上帝，超越了物質與時空，也超越了人的思想典語言。

聖于是上帝智慧的本體化，是「上帝的自身影像」。聖靈

則是上帝的情感，表達了上帝的善。而聖父、聖于、聖靈

是上帝的本體、存在和善的統一體。 9奧利金對三位一體的

論述帶有新柏拉圖主義色彩。奧利金認為在起始就有聖

父，無始無終，自有而非受造。聖父通過其永恆性而生發

出聖子，並通過聖于生出聖靈。三者是木同的個體或本體

(hypostases) ，而聖父與聖子共同分有本體 (subs扭曲e) 。

但聖子具有與聖父同樣的本體 (homoousios) 0 10 

學者將伊里奈鳥和德爾圖良及西方教父的三一論稱為

「經世三一J (Economic Trinity) ，而將游斯丁和奧利金

及東方教父的三一論稱為「內在三一J (Imm扭曲tTri且可)。

前者討論上帝的合乎事宜的教贖計劃、教恩的安排和佈

置;上帝在救贖歷史中敢示出來並行動者的神聖位格，又

稱為救贖三一;後者討論三個位格之間的先後關係，揭示

存在於先在關係中的諸位格的特性。 11

聖三一思想的定型並成為正統教義是在三三五年的尼

西亞會議 (Council ofNicaea) 。君士坦丁大帝支持並批准

三位一體教義，將違反此教義的阿里烏派(Ari血的定為異

端。在與其端的辯論中，正統的三一論逐漸明晰，並最終

形成了聖父、聖子和聖靈是同一實體 (hypostasis) 、三個

人格 (prosopon) 、基督的神性與聖父的本質相同

8 章軍官， (論德胃園區的「經世三一J) ，載《世鼻宗教研究)2004 年第 2 期，耳 18-26 0

9 趟車配孽 ， (基曹教哲學[，曲年) (北京 λ國出版社， [994) ，頁 99-[00 • 

10. New 口'atholic Encyclopedja (Second Edition), voL 14, p. 1世
11 石敏暈目〈早期基督教三→神學主辦) ，輯〈宗教學研究) 2004年第 1 期，頁 80-8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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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血。ousia) ，基督的人性與人的本質相同等思想。《尼

西亞信經〉中使用了希臘文。四ia 與 hypostasis '並被等於

拉丁單調 subs祖ntia 0 12 

《尼西亞信經》比《使徒信經》更加具體、詳細的描

述了聖父、聖子與聖靈之間的關係。但由於對本體

(hypos個sisl 與本質 (ousisl 的不同理解，導致了教父們

對三位一體的不同解釋，並開始了中世紀有關共相與殊

相、存在討論之先呵。

奧古斯丁是教父思想的集大成者。 13奧古斯丁承認人

的理性的有限性， I當我們想到上帝三位一體時，便認識

到，我們的思想不足以達到其對象，不能如其所是地領會

他J 0 14奧古斯丁認為聖父、聖子、聖靈是三個不同的位格，

木可混淆和等同，但均是上帝。聖子由聖父生出來，聖靈

由聖父和聖于發出來，他們之間存在著生和受生、發和被

發的關係。其次奧古斯了認為聖父、聖子、聖靈三個位格

都是上帝，但並不存在看三個上帝，而只有一個上帝.

因此沒有三個神而只有一個神;儘管事實上父生了于，

因此父不是于;于是由失所生，因此于不是父，而聖靈既不

是父也不是于，而只是失和于的置，他本身是與父和于同擎

的，屬於三位的告一體 o IS 

于與父同等，同實體，共永恆 于不只是因為書成了

肉身才被稱為受邊，他之受遭遇是為了官成肉身.....﹒于當然

是咒的吉，遺書又稱為丈的智聶﹒所以，若他之奉差不是由

12 趙瞳萃， (基督教哲學問四年) ，頁 119-120 0

13 同上，頁 139 • 

14 且古斯T薯，周樟馳擇， (輸三位→幢)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買 159.

15 同上，賈 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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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他與父不平等，而是因為他是全能上帝聾姬的純粹流露，

又有甚麼稀奇呢，不過在連車，流露者和被流露者乃是同一

個實體。 16

至於三一之間的矛盾，奧古斯丁認為「體」實為「是」

(essential '來海於動詞「是J (essel 。由於聖父是至

其至善至美的「是J '他將這一完瀚的「是」賦予了聖子

和聖靈，因此三位共享完滿的「是」。奧古斯丁還特別強

調聖靈作為愛在連接聖父聖子，從而使三位成一體之間的

作用。學者認為，在奧吉斯丁那里，三位一體的準確含義

應該是三位一是(因，;S hypostases, miaousial 。奧古斯丁使

用“essential"翻譯希臘語“ousia" ，前者正來自「是」動

詞“esse" 0 17 

奧古斯丁在《論三一》中詳細論述了三一論思想。奧

古斯于在此書中使用了太量的類比，其中聖父類比項與

「是」、萬物起源有關;聖子則與知識、理解、邏各斯有

闕，聖靈則與意志、愛有關。 18此外，奧古斯丁三一類比中

還包含了道成肉身的類比。奧吉斯丁認為聖子是理解，同

時也是道(盲l '育生自記憶但又異於記憶。造成肉身的

基督就成為理解三位一體奧秘上帝的中介與唯一道路。 19

奧古斯丁認為「位格」是類名， I位」是聖父、聖子、

聖靈所同有的東西。奧古斯丁的三個位格，一個存在或實

體，即等同希臘語昕謂三個實體，一個存在者。但奧吉斯

丁認為如果上帝存在 (to bel 與實存 (to subsistl 是一事，

16 同土，買 150-151 0 

口周樟馳， <記憶與光照且古斯T的基督教且姐>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個5) , 
頁 165-169 • 

18. 且吉斯T薯，周樟馳譯， (輛三位→幢) ，頁 14 • 

19 同上，買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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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就不該被稱為三個實體，正如他們木該被稱為三個

存在者一樣J 0 20奧吉斯丁認為「位格J (prosopa) 與上

帝存在是一回事，因此「父的位格無非就是父。他之被稱

為位格，是就他自己而言，而不是就他與子或聖靈的關係

而言;正如他之被稱為上帝和善、公義等等，是就他自己

而言。正如對他來說存在與為上帝、為偉大、為善本為一

事，對他而育，存在於有位格也是一事。 J 21最後，奧古斯

丁的結論是「父、子、靈乃是一個上帝，是萬有的創造者

和統治者;父非子，靈既非父亦非子，但他們乃是彼此相

關的位格三一體，乃是平等存在者的統一體。」且

奧古斯了三一論的原創性在於心理三位一體(或心智

三位一體) 。奧古斯丁以類比入手，在人的意識自身中尋

求三位一體的結構。奧古斯丁區分了人的靈魂中三位一體

結構，即記憶、理解、意志，它們並非三個本質，而是一

個本質，一個存在。借助此結構，人才是上帝之背像。因

此，與希臘教父不同，奧古斯丁嘗試以其關係學說和在心

理、心靈意義上解釋的過程論去理解三位一體之奧秘。自

托馬斯﹒阿奎那在其集大成性著作《神學大全》之首

就論述了上帝一體三位。但阿奎那的重點是上帝論，核心

是上帝存在的證明，並對上帝的各種內外屬性進行了詳細

申述，如上帝的單純、完美、善、無限性、不變性、永恆

性、唯一性，以及上帝的知識、生命、意志、愛、正義、

仁慈、預定、能力、真福等等。《神學大全》第一集第二

十七到四十三題，開始全面論述三位一體的相關內容。

叩開上，頁 206 • 
21 同土，買 208 圖

22 同上，J{ 242'
23 樟龍飛， (作品哲學觀想對韋伯神學主題 試析且古斯丁建構三位一體翰的車土哲學

章法論) ，韓《書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 2012年第4期，買 25-41 .另喜民薯，

〈罩上之時> '買 35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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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奎那認為位格是「某一固定之類的一個特殊個體，

在位格的定著中，使用『性或本性.1 (na個血)這一名稱，

比使用『本質』之名稱，更為適當。因為『本質.1 (essentia) 

一詞，來自其意義最為普遍廣泛的動詞『是、有或存在』

(自se) J 位格即「是那在整個(物之)自然本性中最完美

者，即那在理性本性中自立存在者。」且

那麼，位格是表示上帝的關係，還是指上帝的實體育

阿奎那認為，位格宜接表示關係，間接表示本質。但此開

係並非依附於主體的依附體，而是以自立體的方式來表示

關係(或把關係作為實體來看) 。同時，位格也直接表示

本質，間接表示關保。 2'既然位格這個名稱在上帝內表示關

係，而「這關係有如是自立於」上帝之本性或上帝性肉之

物。而上帝肉有多個自立於上帝之本性或上帝陸肉之物。

因此，在上帝內有多位或多個位格。阿奎那道過「生」與

「受生」、「發」與「被發」諭證上帝內只有三個位格。起

阿奎那認為「位格或位」是聖父、聖子、聖靈三者旦時

共有。但「位格」木是像「類」或「種J '而是像「不確

定的個體J (旭dividuu血 vagt血)那樣的共有名稱。因為，

類名或種名如「人」或「動物」用來表示共有的本性(共

性) ，但不是用於表示類或種所表示的共有本性之意念(觀

念) 。雖然位格為三者所共有，但每一位都是自立於上帝

的本性或上帝性肉，並與其他位有區別。 27

阿奎那認為不能用自然理性獲知上帝三位或上帝位格

的數目為三。但認知天主三位確有必要.一方面是為了對

且聖1&囑茹阿晝那薯，高旭東、陳車華等揮自〈神學大全(草一冊) 論主主一體三位〉

(台甫 申華進明會、碧攝學社 '2008) ，耳 432 圖

2' 同上，頁 441 • 
26 同上，頁 447.

27 同上，頁 453-454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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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創造萬物有正確的領悟，另一方面為了正確領悟人類

的得救，逼得救則是憑藉降生成人的聖子或聖靈的恩賜完

成的。阿奎那認為可以遍遍衰記 (notiones) 即表達各位格

特徵的抽象觀念 (ratio) 來認識位格。表記有五:非產生

性、父性、子性、共發、出哥哥。 28

在三個位格中，聖父是本源，其他兩個位格都是源自

聖父這一位格。但此本源不是指時間的「在先J '而僅指

「起源」。每一個位格的名稱是每個位格的固有名稱。在

沒有先後的上帝位格中，聖父是沒有本源之本源，聖子則

是出於本源之本源;聖言則是聖于位格的特有名稱，而不

是本質本體名稱。同時，聖于可稱為聖父的肖像 (imago) 。

聖靈與聖子的位格不同，是因為「一位格的起源有別於另

一位格的起源J ' I起源的差別本身，則是由於聖于是只

處於聖父，聖神(聖靈)則是兼出於聖父和聖子J 0 2.聖父

是藉聖于發出聖靈，或者，聖靈是藉聖子而由聖父出發。

聖靈的另一個特有名稱是愛(祖師)與恩惠 (Donwn)

對於奧吉斯丁的三一論與阿奎那的三一論，莫爾特曼

(Jürgen Moltm缸回)如此總結道: I奧古斯丁從唯一的上

帝出發，他借助唯一神聖本質的概念來領會上帝的合一

性，只是在這之後才出現三個位格概念的。在阿奎那看來，

我們在對三一中的三個位格進行一般抽象之後，思想中剩

下的只是唯一的神聖本質。他說，正是這才被一般地稱作

『上帝Jl '而不是三個位格，或三位格中的某一位。 J 30 

奧古斯丁與阿奎那有關三一論的思想體系，成為明末

清初來華傳教士使用漢語翻譯、詮釋與傳播三位一體思想

28 同上，耳 480 固

2. 同上，頁 519 • 
呵，莫爾特壘薯，周樟馳擇.(三一典上帝國 輪上帝的草義> (香講過風害社.，曲7) • 
買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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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資源。雖然學者強調經過傳教士的介紹，西方經院

哲學及其根源即亞里士多德哲學為明末清初土人所熟知，

並在明末清初漢語基督教文獻的論述中佔有重要地位;但

是我們也會在這些文獻中亦發現奧古斯丁的神學思想 0 31本

文所梳理的漢語基督教文獻中的三位一體思想均來自奧吉

斯丁與阿奎那的相關論述。

三、明清基督教三→論文獻及思想32

在羅明堅 (Michel Ruggieri, 1543-1607) 、利喝寶等耶

穌會士入華之前，沙勿略 (François Xavier, 1506-1552) 等

傳教士已經開始在印度、日本等地進行了「適應化」傳教

實踐。沙勿略在印度傳教期間，曾編撰蚓、公教教理書》

(1545) 。此書除了介紹天主教最基本的教義之外，還包
括帶有三位一體內容的《使徒信經》。沙勿略將此書由拉

了語根據不同的傳教對象譯成泰米爾語、馬拉巴語、馬來

吉普等不同語言。一五四九年，沙勿略進入日本傳教。因為

聖三一教義與日本佛教中的相似性，沙勿略的助手將

“D凹s" 誤譯成日本佛教真言宗的「大日如來」。為了避

免此類錯誤，沙勿略確定了在翻譯關鍵性的神學概念時必

須遵守的「音譯原則J 0 33正式在日本出版的教理書是一五

九0年開始印刷的《基督教要理書:> 0 34其中應有類似《使

徒信經》對三位一體正統教義等內容。之後在華的傳教士

也基本上了繼承了同樣的「音譯原則J '但同時也根據中

31 周樟馳， (奧古斯丁復單說的東傳及其問題) ，軍《哲學研究)2017 年第 8 期，頁 76戶83 • 
32 何先月已對明末清祖三位一體的漢諾書寫有所研究，但側重於翻譯過程與中西主浩上的

差異回本主側重世佳時間順序榔盡有關三位一體的文獻及其且想圖壘且何先月， (位具

體明末清前三位一體的漢語，寫卜載〈萬諾基督教學插圖音評)23 (2017) ，耳 177-218 固

33 戚印平， (東亞近世耶辭會史諭轟) (台北 台灣大學出版社，訕。4) ，頁剖，戚印

平， <日本早期耶辭官史研究)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3) ，頁 221.

扭曲申平， <日本早期耶師會且研究) ，頁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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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需要而使用不同的譯名。

晚明漢語基督教文獻可以根據閱讀對象的不同而分成

針對教內的文獻與針對教外的文獻。前者主要是教義問

答，而後者主要為倫理、哲學或科學著作。前者主要立足

於信仰或敢示，後者基於自然理性或邏輯推理。由於面對

的讀者的不同，此兩類著作在介紹天主教教養與思想方面

有所側重。

〈新編西竺國天主實錄> (1584) 是明末第一本漢語

基督教著作。此書共有十六章，前面部分論述上帝的存在、

上帝的屬性及創造論，並介紹始祖亞當與靈魂論，後半部

分論述天主十誠以及洗禮。一五八四年版的《天主實錄》

是傳教士改穿儒服之前的作晶。因此，在此書中的諸多專

有名祠的翻譯並未定型，如後來定型的「天神 J '此書中

作「天人J ; I天堂」作「天庭J ; I耶穌」作「熱所」

「厄襪」作「也襪」等等。而且此書中還使用了「僧」等

佛教詞彙。此書並未就三一論及其術語進行翻譯與解釋，

僅提及「一位天主尊大」、「二者湊合一位J '亦沒有翻

譯“Tri且，tas"、“Pater" 、“Filius" 、“Spiritus" 等。3s

在羅明堅《天主實錄》的基礎上，利瑪實撰成《天主

實義> '但《天主實義》的重點是介紹上帝論、靈魂論，

以及對佛道、宋明理學展開批評。除了書末簡要提及耶穌

道成肉身、救贖世人等的內容之外，全書並沒有隻吉片語

提及三一論的任何內容，也沒有介紹任何有關聖神的思

想。利瑪實在《天主實義》所使用的聖神，是指聖人。 36利

瑪賣的其他中文著作如〈畸人十篇》、《二十五育》、《交

友論》、《西國記法》、〈齋旨》亦沒有三一論的內容。

35 犀明盔， (軒輛面笠國主主實錄> '載〈耶師會揮屆檔車信明晴天主教JClt:>第一冊(台

北 "'J~學祉，油田) ，頁 62 、 64'
36 另有一處「聖神J 壘作~形容詞使用，指聰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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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賣的中文著作主要面對士大夫群體，因此在其著

作極少看到基督論、三一論是合乎常湛的。而在被認為利

瑪賞的中文著作的《聖經約錄》、《天主教要》中則看到

含有三一論思想的〈使徒信經> ' 37因為就其內容來看，這

兩本書主要面對的教肉信眾。在《聖經約錄> (1605?) 

中，利瑪實將〈使徒信經》音譯為「十二亞玻斯多羅性薄

錄J (Symbolum Apostolorum) ，並對其中重要術語進行

了簡要解釋，如「天主罷德肋 J '有解釋為「諱言父也，

乃天主三位之第一位也」。費略， I譯言子也，J'J天主第

二位之稱J 0 I斯彼利多三多 J I諱言無形靈聖也，乃天

主第三位之稱J 0 38而在《天主教要﹒聖號經》中 ， I斯彼

利多三多」譯成「聖神 J '並注明「天主雖有三位，實共

一性一體J 0
39 

龍華民 (Ni∞I晶Longobardi， 1559-1654) 諱，郭居靜

(L缸are Catt扭曲， 1560-1640) 等訂的《聖教日謀:> ， 4。有《信

經> '即《使徒信經> '但僅為經文，並無解釋。 41但龍華

民在其另一部著作《靈魂道體說》則提及三一論。《靈魂道

體說》中的「道體」類似柏拉圓的「理念」或「形相J ' I分

之則為天地，散之則為萬物J ;道體必須借助理氣以為形象。

龍華民詳細比較靈魂與道體之異同。在論述靈魂「象背天主」

之時，龍華民提到「天主位數有三，性體惟一。日巴德肋(譯

育父也) ，日費略(諱言子也) ，日斯彼利多三多(譯吉聖

37 林金水、代圖塵， (刺萄實研究三十年) ，載〈世昇宗教研究〉油10 年蜻 6 期，買 130-143 • 

38 利瑪富， (聖經的蟑> '輯《耶輯會揮屆檔案申明晴天主載文獻〉第一冊，頁，侮97'

39 利喝宜， (天主教要> '軍〈耶辭官羅馬檔畢:l!r明晴天主載文獻〉第一冊，頁 311 ;張
西平， ((主主教要》考) ，曹氏薯，('傳教士援學研究> (鄭州大輩出版社， 2田5) , 

買 47-58 • 
40. (聖教蠅』蘭經主> (此，譯通康熙時期甫體仁再版) ，載張百平、局面尼、任大擾、醫住

寧輛輛， (梵蒂岡圖書備藏明清中西文化直就史文獻矗刊> (四十四冊，鄭州大車出

版社， 2014) ，車回十四冊，頁 32-33 0 

41. BnF由姐ois 7357 '買 6-7' (聖教日韓》有不岡版本，其中昕會盤文的揮者並非同一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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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也) 。三位共是一體。 J 42龍華民認為體者，即「確然獨

立自存，不涉虛幻也J ' I有體者J '即「自存自立，不空

不無，永遠不識也」。相此處研擇與之前的翻譯一致，但龍

華民並未對三一之間的關係有更多說明。

〈天主聖教敢蒙》為羅如望 (Jean de Rocha, 1566-1623) 

昕撰之教義問答，所面對的讀者主要為剛入教之童蒙。此

書中以「師」與「學」之間的對話的形式，對基督教核心

教義進行了淺顯解釋。其中有關三一論的內容，其譯名與

羅明堅一致，但對一為何有三、三如何為一、位等進行了

簡略解釋。 44值得注意的是，在《天主聖教敢蒙》中，羅如

望非常清晰地指出費略由罷德肋所「生J '斯彼利多三多

則由罷德肋與費略所「發」。

龐迫我 (Didace de Pantoja, 1571-1618) 在《天主實義

續篇》中明確提出「三位一體J '但龐迫我並未對三一論

有更多論述，僅注明「本論詳之J 0 45此處「本論」殆指另

一本著作《龐予追詮〉。該書又名《性薄錄> (匈，mbolum) , 
以問答的形式對《信經》內容進行詳細解釋。其中就涉及

到三一論。對於天主為何有三位?龐迫我主要從「性能」

圓滿的解讀加以說明;費略為罷德肋所「生發J ;罷德肋

為生費略之原，費略又原生出於罷德肋，故其體為一。但

龐迫我對三一論的並非全面，其主要目的是解釋信經條

文。龐迫我亦承認: I三位一體之事，最為難明 J 0
46 

42 龍華民， <靈魂道體說> '軍《法國國軍圖書館明晴天主載文獻〉第二冊(台北利民

學社，扭曲) ，頁 362 0

43 龍華民， <噩噩適值觀> '買 350 、 353 0 

44 蘇如鹽， <主主里教駐軍> '載〈耶縣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1獻3第一冊，耳 388-389 圖

45 龐迪哉， <天主實羲續肅> '輯張西平、屆西且、任大擾、車佐寧繭， <聾蒂岡圖書館

藏明清中西文化史雄史文獻輩刊> '第三十→冊，頁 156 0

46 鹿姐脅， <廳于撞撞> '曹〈耶穌會握馬檔案館明滑天主教文獻〉蜻十二冊，買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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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志 (A1phonse Vagno:函， 1566-1640 '又名玉豐肅)

在《教要解略> (序於 1615 年)詳細解釋涉及三一論的條

目。高一志將「斯彼利多三多」譯成「無形靈聖，或聖神」

將 pensona 譯成「伯瑣亞J '並解釋為「靈明之性體，以

獨立而別於諸同性同類者也。茲借位字，以免異名之滯做

此。」為了突出“persona" 所含尊重之意，高一志特意強

調「天主一牲，而包含三尊位」。此處與之前傳教士略有

不同。高一志指出， I分別尊位，有三者;合性體育之，

總一天主而已」。而且， I此三者，更無大小，無強弱，

無先後J 0 47為了更好的解釋三一翰，高一志在對《使徒信

經》十二句經文進行解釋之後，附有〈天主一體三位諭〉。

該書從明悟與愛欲、自立與依賴兩對關係來說明天主為何

會有三位;從授、受與愛的關係來說明聖父與聖子之間「必

同性體、必同知能，無多少之異」。但對於聖靈(聖神)

的解釋頗為簡略，該書認為是由父、子「相親之所由立，

故特有次第之殊J '故謂之斯彼利多三多即聖神。該書又

以水出於泉、流於)11 、買賣於湖等為例說明「天主位雖分散，

體實唯一」。該書認為三一思想「難以言語形容J '並以

「一而三，三而一」作為結束。 48

陽瑪諾 (Emmanue1 Diaz, Jr., 1574-1659) 在《聖經宜

解> (1636) 卷六中對三位一體進行了詳細的解釋。陽瑪

諾對聖三一的翻譯與之前的傳教土保持一致，但解釋更為

詳細。陽瑪諸對三一的解釋基本上與《天主實錄》類似。

陽瑪諾以四個類比來進行解釋，即人之明司與愛欲;以大

海、大江、大湖之水進行類比;人之靈性含記、明、愛三

司;太陽有體、光、熱。陽五層諾還引用了奧古斯丁等典故

47. 甫一志， {載要解時> '韓 f耶歸會羅馬楷軍館明晴天主載文獻〉第一冊，頁 180 • 
48 同上，頁 2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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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證明信仰比理解更為重要。陽瑪諾又說明了聖父、聖于

是否有時間先後關係。 49

再版的《天主實錄》約刊刻於一六三七年之後。此時

有關三一論術語的瀏譯業已定型。修訂版的《天主實錄》

加上了第七章「天主聖性章J '詳細介紹並簡要論述了天

主三位一體思想:

天主一性而包告三位，西士謂之伯瑣亞也。第一回罷德

肋，諱言欠也;第二目費略，譯官于也;第三目斯彼利多三

多，揮官無形軍聖，或聖神也。分別位有三者，告性體官之，

總一天主而已。須如此三者，更無大小、無強弱、無先後可

吉也﹒"

修訂版將“自由ntia1"翻譯成「性」或「體J (因後文

又出現天主一體三位) ，“pe四ona" 譯成「位J '並附上

其拉丁文讀音「伯瑣亞」。對於聖父、聖子、聖靈分別採

取了音譯，同時予以解釋。其中，聖父譯為「父J '聖子

譯為「子J '聖靈譯為「無形靈塾，或聖神J '並對三一

思想進行了簡要措述，即一性包含三位，此三位無大小、

強弱、先後之分。此部分內容與〈教要解略〉所附〈天主

一體三位論〉一致。該書第十一章與初版迴異。修訂後的

第十一章實際上輯入了業已定型的〈使徒信經〉的內容。

艾儒略(Jul自Al帥， 1582-1649) 在介紹耶穌生平的《天

49 陽囑裙， (聖經宜解) ，囂張西平、馬西尼、任主擾、車佳，錯，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

清中西文化賣車史文獻暈刊) ，第十八冊，頁判。-444 • 
50 早期版本(如耶僻會攝屬檔案輸藏本)的《天主賈偉》對.1í!t三位一體的相關俯首唐並疆有

確定，因而與之鹽的版本(如梵蒂岡教廷圖書館藏本)有較大晝且﹒閱請兩者之間的差

異，壘考李軒德， (盤西槽到百儒一一從〈天主實蟑〉看早期耶輩革會士在車身甜的困境) , 
韓〈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曲5年第 1 期，頁 87-且﹒幢前版的《主

主實錄〉昕增加的第七章風格與全書迴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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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降生言行紀略:> I凡例」中對天主及天主三一有簡要說

明。艾儒略指出天主一體中， I原含三位J '並對「位」

進行解釋， I旦時謂位者，非爵位，亦非座位，乃靈明自立

之位也」。與羅明堅等傳教士略有不同的是，艾儒略將斯

彼利多三多譯為「愛」以及「聖神J 0 艾儒略並說明了三

一之間的關係。 51艾儒略的男外一本同類著作《天主降生引

義》亦解釋了三一，除了全錄〈天主降生育行紀略》凡例

的內容之外，又增加一部分內容，即「何謂降生獨係費略，

而罷德肋與斯彼利多三多，未嘗云降生乎? J 52 

在苦苦若望 (Je血 A也血 Scha11 von Bell, 1591-1666) 為數
不多的宗教著作中， <:主教緣起》頗為重要。該書詳細論

述了天主教的基本教義與思想。其中卷一即有一節解釋三

一論。與之前略有木同的是，湯若望不是使用「三位一體J ' 
而改為「位三體一J ;並開始直接使用「三一」。自湯若望

的論述依然來自奧古斯丁的心智三一論，從「靈」與「愛」

的關係進行申述。溺若望又從上帝本有、其福、外行、純

體進行說明，又以人性、太陽等予以類比。到湯若望最後強

調耶穌降生，以示三一之理。由此可見，苦苦若望的解釋主

要來自奧古斯丁的三一論。

何大化(Anto迦e de Gouvea, 1592-1677) 在《蒙引要覽﹒

信經章第七》中以問答的方式解釋了《信經》。何大化首

先設問「天主幾個」。由於此書主要針對「童英閏淑J ' 
因此該書語言較為平實，所以何大化使用了較為口語化的

51 主儒略， (天主降生盲行紀時> r凡例J '韓〈耶辭會羅馬擋車信明晴天主聶士獻》第

四冊，頁 33 • 

52 芷儒疇， <天主降生引義> '輯張西平、屆西昆、任大擾、體佐掌捕， <梵蒂岡圖書蟑

載明清中西文化交誼史文，盟章刊> '第四冊，耳 87 • 

53 喝奢望， <主教緣起> '載張西平、屆西旭、任大擾、塵控寧繭， <覽蒂岡圖書館藏明

清中西文化斐濟史文顱暈刊> '軍三十二冊，頁 71'

54 同上，買 74-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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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詞「個」。何大化通過設間的方式，將三一之間的關係

較為清晰地予以解釋，如間「三位有大小沒有? J 回答為

「沒有」。另外，在回答「斯彼利多三多怎麼解說」之時，

何大化僅回答為「無形靈聖J '並沒有提出「聖神」。目與

《蒙引要覽〉同類的著作是潘國光的《天神會課》中的《信

經解) ，內容亦大同小異。詞語吾國光在《口鐸》中有講道文

《天主聖三》。由於是講道文，所以此文所論三一較為明

晰，但潛國光所述內容與之前傳教士的內容並無三致，尤

其與《聖經宜解》比較類似。但潛國光有所總結，如其認

為天主有三位:聖父造世、聖于贖世、聖神照世;三位實

共一體，一體實具三位;父授生其子，其子受生於父，父

子併發聖神，全能屬聖父，全知屬聖子，全善屬聖神，聖

父能生聖子，聖子因明照而生聖神，因愛善而成。值得注

意的是潘國光使用了「聖三」術話。 57

完整譯介三位一體神學思想是利類恩 (Lo叫s Buglio, 

1606-1682) 所「譯述」的〈超性學要) 0 <:超性學要》第

一大文第二授即為《論三位一體) o :fiJ類恩的「譯述」並

非與《神學大全》一一對應。《神學大全〉論三位一體共

有十七個問題，但此書中僅有十四個。站不僅如此， <超性

學要》中的行文次序與《神學大全》完全不同;利類思還

加入了自己的理解與解釋。在此書中，利類恩將「出發」

(processio) 譯成「原來」、「關係J (relationes) 譯成「互

視」、「本質J (e扭扭扭a) 譯為「體j 、「發出 J (spiratio) 

55 何大化， (聾引要覽) ，囂張西平、馬西尼、任主擾、聖佳，錯，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

清中西文化賣車史文獻暈刊) ，第二十三冊，頁 634 0

56 潛國光， (玉林會音樂) ，載張西平、眉西尼、任大授、費佐學錯， (凳蒂岡圖書館藏明

清中西文化交誼史文祖輩刊) ，第四十一冊，頁 561r5回國

57 插圖光， (周年時禮口鐸) ，替車區擻，樓藏，頁 35b-3沌。

58 利顯E盟有翻譯的是單三十一團 I論建告按上帝的統→性或擅遍存性的事樹」、第三十人

題「論作揖『贈晶」的聖靈的名稱」、第四十三題「當上帝位裕的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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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成「噓j 、「自然理性J (natura1em rationem) 譯成「本

性」、「概念J (notiones) 譯成「徵號」、「位格J (persona) 

譯成「位」、「具體的本質名稱J (nomina essentialia 

concretiva) 譯成「屬體合名」、「抽象的本質名稱J (nonirna 

essentia1ia 血泊甜甜個)譯成「屬體脫名」、「相同 J (aequali祖)

譯成「均平」、「共永恆J (coaeterna) 譯成「偕常」

「本性秩序J (。“o naturae) 譯成「性序」等等。除了這

些譯名以及體例有所不同之外，和j類思所譯《神學大全》

與今譯並無本質上的區別。

利類恩在正文之前有一段「引」。此引文並非譯自《神

學大全> '而是利類思根據自己的理解對三位一體思想進

行了概括:

+當論凡傢天主位之三者，此理奧傲。欲明之，須知凡

有神性者，卓有明悟，亦有愛欲。司明悟者，先哥|而使知。

司愛欲者，後從而使行﹒司明悟者，既明事物，必生事物之

車，而告存之，此神性之妙用也﹒凡有神性者皆然﹒天主至

神，則具明違矣。明盡其性之妙，乃生其像。此偉因為天主

肉醬之全像。故於天主必同性體。而位則不同。蓋有投憂之

次車焉。就其授主謂之父，第一位也﹒就其受之，謂之于，

第二位也﹒又父明其所生之于，必~之。于明其所受生之欠，

必親之。既相親愛，則愛情所由費矣。此愛情因為天主內脅

之情。故於天主，亦必同性值。但因其轟雨位相親之所由主，

不得不有次3庸之殊﹒而謂之聖神，局第三位也﹒天主一體三

位主理，其概如此。"

59. 利顯且， <超世學要》巷七，曹《梵蒂岡圖書館藏明謂中西文化交流史文艦叢刊> '第

十冊，頁 579-5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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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發現利類思追授對三一論的概括與之前的傳教土

保持一致。但在利類恩的譯述中，我們只看到三位的中文

譯名，即父、子、聖神，沒有看到音譯名詞。而且， <:超

性學要》全文只出現了三次「罷德肋」、三次「費略」

三次「斯彼利多三多」。由此可見，從最初的「音譯原則」

到利類息，三一論的中文術語已經固定且沿襲成專有名詞。

相對於傳教士來說，信徒有關三一論的著作相對較

少，對神學頗為關注的信徒略有涉及。著作頗豐的楊廷筠

( 1557-1627) 在其《代疑篇》、《代疑績第》中均對三位

一體有所介紹。楊廷筠之介紹興傳教士的三一論並無不

同，仍然是奧古斯丁的心靈類比三一論。但楊廷筠承認三

一諭「此事過人心量，未易窺測J 0 I西儒育天主三位一

體，此超性之理也，言亦木能盡解，喻亦木能盡似，第就

其原譯者嘗試言之。」

另一位著述頗豐是朱宗元 (1625- ? ) 。其著作〈答客

問〉內容涉及天主教教義思想、天主教與中國民間習俗等

方方面面，但僅在討論耶穌降世之時提到「天主一性而含

三位:一日父、二日子、三日聖神」。朱宗元的另一本著

作《拯世略說》對三位一體的解釋亦不是非常詳盡。朱宗

元亦認為「凡超性之理，悉屬奧玄，而此一端，尤為奧中

之奧，玄中之玄」

韓霖、農衰在《辨教諭》亦提及三一論，但不僅簡略，

而且與其他信徒頗有不同，即 I (天主)內傳者，從無始

即有授受三位一體之妙。何謂三位，授有一，從明受生者

一，從愛受發者一。何謂一體?同性同能，無先後大小之

異。」韓霖、段衰沒有指出三位的具體名稱。韓霖、農衰

認為「此義甚徽，一時難徹，別有《本論》祥之」

何世貞為了批駁楊光先的〈不得已:> '撰有《崇正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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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其中提及三位一體，但僅作為理解耶穌降世救贖的

背景，內容亦頗為簡略。

在宗教生活中，有信徒對三一諭破有興趣，並與傳教

士展開討論。實際上，傳教士有關三一論的內容大多出現

在對《使徒信經〉的解釋中。而〈使徒信經》在天主教徒

的宗教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口鐸日抄》中就記載了信

徒與傳教士有關三一論的對話﹒

f自秀因閉目 「天主至尊，只成一位真不可，而必待三

耶? J 司鐸目: r一草之中，自然包有三位，缺一即不成天

主矣。「害之人性藹，有記告、有明悟、有愛欲。斯三者，

圍人性研應有者也，缺一即不成性吳﹒又真疑於天主? J 曲

初六日，余伶林先生，釋三位一體主義。司鐸甜余目

「祖德肋之於費略也，既官生吏，其於斯敘利J，三多，即官

生亦果不可? J 爺對自 「向受之艾司鐸云 『罷德肋之於

費略，可以吉生，而於斯敘利多三多，不可以吉生，只可吉

脅。 J J 司鐸曰 r其義云何? J 對目 r所云生者，必分

其父之有，斯謂之生。+費略之受生也，悉罷德肋遍體聶，

非若斯敘利J，三多，為愛情之醫也，故不可以官生﹒」司鐸

目 「雖然，尚未盡生醫主義也。天主三位一體，其羲難明 2

解者多以神之三司為害。罷德肋害之記告，費略害之明悟，

斯敘利多三多則害之愛欲。記告即生明悟，非若愛欲之有待

於暑也。試觀之宇藹，我記有斯字之形﹒即生有斯字之悟，

是記告之生明悟者也，而不能必此心之盡量。故必記告、明

悟，欣恤之情聶焉，始成靈敏。此愛欲只可言鹽，而不可言

60. 主儒略等口鹽、李九標等筆記， (口揮日韓〉疊阻，載〈耶輯會羅馬檔案:lIl'明晴天主教

文獻〉第七冊，買 29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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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主義也。如此，則可避三位一體所云生費二義矣。 J " 

其中，信徒「伯秀」的提問能反映出普通信徒對三一

論的疑慮;而李九標與傳教士林存元之間有關三一論的討

論亦可反映出晚明普通信徒對三一論的接受與理解。由於

信徒的著作亦要經過傳教士審查，是故我們在信徒著作中

很少能看到與傳教士不同的表述，但在某些著作中，我們

似乎可以讀到對三一論進行本地化解釋的嘗試。

嚴讓《天帝考》中有「附愚諭」。在禮儀之爭的背景

下，嚴誤堅持認為中國古代儒書中的上帝即泰西之稱天

主，但古儒經典中並無三位一體之內容。嚴誤認為不能因

古書沒有明確三位一體的上帝，就否認上帝等同天主。嚴

誤認為此是古代聖賢「育簡而意慎J '以避免產生歧義。

「今幸吾經書中無一語疑似，豈非上古慎言簡言之利縛

哉? J 最後嚴議提到諸于書卻「有育似明過;於」儒家《詩》、

《書:> '即諸于書比儒書載有類似三一論的內容。嚴誤提

出莊子、伯陽父等。但嚴誤認為古人對三位一體可能有新

傳間，但他不敢引以為禮， I以其中語多不純，不如匆語

之為更當」。由

郁輔忠《天學說》使用〈易經》的卦象來解釋三位一

體。邵輔忠認為《易經》為天書，天學之祖。孔子贊《易:> ' 

故孔子知「天主之義」。邵輔忠以坤卦指聖母，震卦指天

主，而且震卦有數三，即天主三位。乾、坤「不交以體，

而交以氣J '即聖母童貞生耶穌。震、坎、良即指三一:

「於此見藏諸中，則為坎;生諸外，則為震。日震，日坎，

日良，雖乾有三男之名，而止坤中之藏為坎中之一。天主

61 同上，壘固，頁 303-304 • 
62 嚴蟻， Gê'帶考> '曹書長光厝唔，(天主教車陣主獻鑽搧> (三冊，由~，學生書局"師6) , 
第→冊，頁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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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三而實一者，不誠相合一乎? J 自邵輔忠的解釋頗為牽

強，而且與正統解釋有所出入，如其認為「天主有先天之

主焉，則開天闢地生人，是天地人資始而天主無始，故稱

乾父。有後天之主焉，則今圖像罷德肋、費略、彼利斯多

三多，是生於坤之聖母者也。 J 64此處對天主先天、後天以

及三一生於聖母之理解明顯與正統教義有所出入。但從此

書可以看出，中國信徒嘗試用中國資源來理解三一輸，對

三一論進行本土化詮釋。

四、結論

通過以上對相關文獻的梳理，我們可以總結出如下特

點:首先、耶穌會士翻譯三一論之時，繼承了沙勿略的「音

譯」原則，但同時也強調「意譯J ;其次、從一六0五年

左右的《聖經約錄〉開始，三一論的譯名即己確定，後來

的傳教士繼承了譯名，變動不太;再次、出現三一諭最多

的文獻類別是〈使徒信經》解讀，體裁多屬於教義問答，

除此之外，出現三一論的地方是解釋耶穌逍成肉身;第四、

文獻中解讀三一論研使用的資源主要來自奧吉斯丁的三一

論，尤其是其心智三一論思想及心靈類比;第五、耶穌會

之外的其他修會如奧斯定會、方濟會傳教士有關三一諭譯

名與耶穌會士保持一致，第六、中國信徒有關三一論的著

作較少，但有信徒使用本土資源來詮釋三一論;第七、口

語中常將“essentia1"譯成「個J '書面語中多譯為「性」

或「體」。“pe凹ona" 譯名為「位J 保持不變。三個位格

譯名， I罷德肋 J (聖父) 、 「費略J (聖子)從一開始

就已確定，但“Spiritus" 一開始譯為「無形靈聖」或「聖

的。郁輛車， (去學說) ，讀〈主主載東傳主艦續攝) ，單一冊，頁 [S • 

64 同上，買 13-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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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J >後來「無形靈聖」逐漸被棄，而「聖神」開始確定

成為“Spiritus" 的譯名。

同時，我們可以評估傳教士為何採取上述文獻中所採取

的三一論譯名，尤其是核心概念「體」、「位」與「聖神」

拉丁語“subs扭曲a" ，來自動詞“substare" ，但

“subs扭曲"由介詞“sub" (在......下面)與動詞“s扭曲"

(站立)合成，意即站立在下面，即靠自己站立或自立，

而不是寄存在他物之上。“subs.扭曲a" 首要的含義是「自

立體」。由於自立體與依賴體不同，自立體是事物之根本，

因此，“subs岫Ha" 的另一個含義是「實體」或「本體」

此外，“subs岫Ha" 亦指本質(自sentia) ;而“自sentia1"

除了指本質之外，也含有本體的含義。

明末時期的「體」則是儒學傳統中的重要概念，一般

與「用」相對。葡子開始並用「體」與「用 J >其所謂「體」

含義較為寬涯，並未形成有確定內涵的哲學範疇。魏晉時

期，體用才成為一對重要範疇，其中「體」有形質與原理

兩層含義。唐代孔穎遠、崔憬都有「體」與「用」之表述，

「體」指「形質J > I用」指「形質之妙用」。宋初胡環

所謂的「體」指萬事不變的原理如君臣父子的人倫關係;

「用」指詩書教化之用。程頤則以「理J 為體，以「象」

為用。朱熹則提出「天理自然之本體」的觀點，同時又提

出理是「性之本體j 、「性即理」。王夫子則以「體」與

「用」分別指物質實體及其作用、功用或用處。學者認為，

宋以後的儒家基本上都是從本體和現象的關係的意義上來

使用體用範疇。由因此，將“essential" (ousia) 譯成「體」

65 壘考張岱年. (申國哲學中的本體觀音) .載 f安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19阻
年第 3 期，買 14; 1;克宜. (論中國哲學中的體用範曙) .韓〈中國社會科學> 1984 

年第 5期，買 185-20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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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性」較為符合原義。 66

“persona" 是指有理性的自立體或實體，即位或位

格。阿奎那認為，雖然“p的ona" 就其字源來說來自面具

(prosopa) ，但就其字義方面來卻非常適舍上帝，因為「戲

劇中昕表演的都是一些名人故事，“persona" 這個名稱是

用來表示有地位之人的。 J 67因此，就此意義上來說，將

“persona" 翻譯成「位」有一定道理，因為中文「位」之

原義是表尊稱之量詞。《說文解字注》即認為「中庭之左

右謂之位J '中庭猶育廷中，即朝廷。「位」即指朝廷之

中各類大臣。《左傳》有言「有位於朝」。後逐漸指凡人

所處皆曰「位」。但毫無疑問， I位J 不可以指人之外的

動物或物晶。但由於「位」是量詞， I三位」即指複數的

「三」個，與天主教的一神論之間存在看差異。另外，由

於口語中的「體」有「實體」的含著，而「三位」亦有「三

個實體」之意。對於這些矛盾的解釋，傳教士多引用奧古

斯丁、阿奎那等神學家的思想資源。

拉丁文“出ni祖s" 是一個抽象名詞，表示數字為三者

或一分為三者，但三根源自一。阿奎那認為，此詞表示同

一本質或本體之位格的數字。但並不表示各位格之間的關

係本身，而較表示相互有關係的位格的數字。 68在明末清初

的文獻中，“困且個s" 一般譯作三位一體，較少出現三一、

聖三、聖三一等譯名。

至於“spiritus s血，ctus" ，來自拉丁語“sprr缸e" ，即

「噓氣」、「吹噓」、「呼吸」、「颱風J '是故景教文

66 由世中西11哲學且想之間的差異，祖矗拉到完全一一對庸的前歸自因此本文認轟是「較

l!iI轉告原羲 J • 
67 聖$曙指阿畫那薯，高旭東、陳車華導彈， <神學大全(第一冊) 論天主一體三位) , 

頁 437 0

68 同上，頁 45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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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中將其譯作「三一淨風J 0 69羅明堅譯作「無形靈聖」

「無形」指狀態 ， I靈J IlP “ spiritus" ， r聖」即“S祖，ctus" 。

中文「神」指「天神，引出萬物者也J (<:說文解字> ) 

即創造萬物之天神;同時， I神」又有「精神」、「神妙」

等含義。羅明堅《天主實錄〉中多處出現「神」字，有「天

神」、「靈神」、「尊神」、「邪神」、「神性J 0 I天

神」有兩個含義，即天使; I靈神」是指被視作與天主同

類的其他神靈; I尊神」指最高的神; I邪神」指魔鬼;

「神性」即含有三德(記舍、明悟、愛欲)之「靈魂」

其他文獻中分別作「無形之神 J (利瑪竇)、「靈司 J (孟

儒望)、「人性J (楊廷筠)、「神 J (林存元[8扭扭曲Matos]) 、

「靈魂 J (買宜陸、康和子) 。因此， I神」在明末清初

含義基督教文獻中含義頗多，但最終「聖神」變成“spiritus

S祖C個s" 的固定譯名。

最後，有必要反思、大數據對漢語神學研究的影響。迄

今為止，業界並未出現與漢語神學有闋的專業全文數據

庫。本文所借助的《漢語基督教文獻書目數據庫》僅為書

目數據庫。對於漢語神學尤其是與中國基督教史有關的研

究而育，本數據庫可以提供完整而豐富的文獻書目信息，

可以按照編年史的形式排列，並可以根據數據庫的提示按

圖索瞋獲取原文。因此，大數據的優勢在於﹒其一，獲取

相關文獻要比傳統的檢賀信文獻更加方便、快捷，比如本文

所附表格是檢索數據庫並按照時間順序(未包括近代新教

文獻)排列的結果，其三，數據庫可以將關鍵調等相關信

息進行量化、圓形化處理，比如可以將不同時代出現的有

關「三位一體」的數量輸出直芳間或餅圖等，從而對明清

帥，最擇， <大事景.'"龍衍中國硨> '韓《東傳福音〉第一冊(告肥賣山害社， 2005) , 
買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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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有關「三位一體」文獻有宏觀了解與把握;其三，數

據庫可以提供更加「智能化」、「可視化」的交叉、模糊

檢索，從而讓研究者獲取更多相闋的文獻信息與文本細節。

因此，借助大數據，明清漢語神學研究的一個未來方

向是核心關鍵詞研究，諸如本文新關注的「三位一體J ' 

還有「天神(天使) J 、「魔鬼」、「聖」、「道」、「靈」

等重要術詣的翻譯、流變、接受與反應均值得進一步探究。

除了關注這些核心關鍵詞的翻譯，我們還應關注這些關鍵

詢及其思想，與中國本土思想之間的互動開僚，及其對中

國思想史的影響，如「三位一體」術諾在近代的流變情況，

以及從基督教的宗教術語演變成世俗用語，並衍生出諸如

「四位一體」、「五位一體」等相關術梧的過程。

附表三一論中文翻譯簡表

作者 著作 h個 IFilius Spiritus I Ess岫岫咽|祖國岫
傳拉圭

最淨 《大串華社 三一妙 三一分 三一帶

流行中團碑〉 身 身 風

《尊揖》 廿身皇 車身皇 華身盧 體 身 三身一

丈阿矗 于唱起 訶宵4要 體

訶 訶 曹

單明聖 《是主實揖〉 正主 熱肘1"足 祖 二者串

(1543 ( (新編渴望 主化身 合一拉

l曲7) 團主主實

暐)) '1584) 

利馬實 《聖扭曲蟑》 龐德崩/ 費略J 斯拉利

(1552 (16051) 當辛吉咒J 譯宮于/ J三JI

1610) 第一位 第二位 擇言無

略重聖/

第三位

科馬賽 《正主社疊〉 龐德曲/ 費略揖 斯拉利 性/體

(16051) 擇宮咒J 言于/草 J三JI

第一位j 二位 擇吉聖

神/第三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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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華民 〈聖社回課〉 最德助 費略 斯控制

(1559- (1602) ß三要

1654) 

龍華民 《靈車道體 矗榕晶/ 司恤揖 斯拉利 體/性體 拉

說) (1) 諱言丈 吉于 ß三ßI
#吉聖

神

單如望 《正主聖社 薩德助 費略 斯彼利 性J體 位

(1566 At暈) (1) 事三事

1623) 

龐迫我 《是主實 .. 天主置 正主實 正主斯 體 位 三位一

(1571- 續革) (1617) 晶晶 嘻 At科書 體

1618) ,;.ß 
車迫我 《龐于遭詮〉 聶德助 費略 斯彼利 三位一

(16181) ß E- 多 體

再一志 《社要解略〉 薩德助/ 費略J 斯拉利 性 柚噎亞I 一種三

(1566 (含《一體三 譯吉1 當李宮于 %三ßI 位、草位 位

1640) 位詩) ) 擇言無

(1615) 略軍聖

2且聖神

傅是際 《輩有詮〉 薩德助 費w3- 性 位 三位一

(F回.ncois (1628) 性

Furta曲，

1587-1653) 
睡瑪甜 《聖撞車解〉 聖丈 聖于 聖神/無 三位一

(1574 (1636) 略重體 體

1659) 

羅明堅 《主主賣掉》 矗穗晶/ 費略J 斯瞌利 性j性體 位J伯嘖 一體三

( <正主畫社 擇吉丈 轉吉于 ß三ßI /體 亞 社

賣掉)， 16371) 擇言無

略重

聖，且也聖

神

丈儒略 《正主降生 置德肋/ 費略J于 斯拉利 體 位j量明 三拉一

(1582- 吉行把嘻〉 1 ß三ßI 自主 種

1649) (16351) 暈、聖神

《正主降生

哥14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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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3步轉 f重吉矗句》 軍穗曲 費略 其身瞳利 性 社

(1582- (16且) 事三事

1649) 
孟備重 〈正學略義〉 丈 于 聖神 性 位 2 一

(1603- (信扭解釋)

1648) (1642) 

孟儒望 《天學#敬 丈 于 聖神 性 社 三位一

蟑) (1642) 體 體

革華輸 《是主直截 軍穗曲/ 費略J于 斯彼利 個I體 位 三位一

(Ju血血 λ門開暮》 丈 %三%1 體

LeonGar面具 (1642) 聖神

1605-1665) 
(道明會)

聶華重 f主社緣起》 聖丈 聖于 聖神 體 社 位三體

(1591- (1643) 一/玉一

1666) 

何大化 《暈引要覽〉 亞德助/ 費略J于 斯拉利 個/體 位

(1592 (1655) 1 %三%1

1677) 無略重

聖

賈宜瞳 《提正蜻〉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性體 位 體一位

(J，缸。血.de (1659) 2 

G咽社團，

1603-1662) 
講圖克 《天神會課》 亞德曲/ 費略J于 斯瞳科 性 社

(1607- (1661) 丈 %三$

1671) 
曲圖克 《口揖> ( 1) 聖丈 聖于 聖神 體f個 位 三位一

體/聖=

利輯恩 《超性學要〉 丈 于 聖神 體 位IJb所 三位一

(1606 (1654-1678) 亞 體J五主

1682) 三位

兩懷仁 《社要序請》 矗德晶/ 費略J于 斯瞌利 體 拉 三拉-

(1623- (1670) 丈 %三$1 體

1688) 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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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安定 《永福五樹〉 薩德助 費嘻 其身彼利 社J體 位 三位一

(Agustin (1674) (解 ß三ß 體

deS血 #桔鱷)

P聞cual，

1637-1697) 

(，步講各

會)

陸聶恩 《轉車間〉 丈 于 聖神 個 位 三位共

(Alvarode (1694) 是一

B目前回曲， 撓、

1680年車 一善，

華) (奧斯 一桔、

定會) 一體

卡芳世 《進社領洗 薩德助/ 費嘻辟 軒拉利 性J體 位

(Fmnci晶。 a 提揖〉 譯官丈 宮于 ß三ßI

C曲曲pcion 諱言聖

Peris, 1635- 神

1701) (方

濟各會)

自 1昏時 〈要起嘻解〉 罷德助/ 費略J譯 斯彼利 性/體/ 位

(To血.. (1705) 擇吉聖 吉聖于 ß三ßI 個

O.S.A 白血， 1 擇吉聖

1668-1742) 神

(真斯是

會)

鹿和于 〈正主聖社 薩德助/ 費略J聖 其哥拉利 個/性/ 位

(Carol阻 坦文聖數小 聖丈 于 ß三ßI 體

自祖 de 問答》 聖神

C晶torano，

1673-1755) 

(，步轉各

會)

<!i:事要理問 薩德助/ 費略I!i: 對彼利 個 位 三位一

事.) (1880) 聖丈 于 ß玉ßI 體

聖神

《聖社要坦問 薩德曲/ 費略J聖 其身往利 個 位 主主聖

事早} (1917) 聖丈 于 ß三ßI z 

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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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正主教挂

構是蜻 〈代提聶》 置德曲/ 費略J于 其身往利 體j性 位 三位一

(1557 (1621) 1 j三j/ 體/一體

1627) 〈代握續革〉 無靜宜 三位

聖

車宮元 《客車間〉 1 于 聖神 性 位 一性三

(1609) (163 1) 位

〈揖世略說〉

(163 1) 
#卑、段車 <!It社論》 校有 提明壘 從量壘 三位一

生者 暑# 體

何世貞 〈普普正曲揖〉 置德助/ 費略J 其丹從利 性體 位 三位一

譯吉丈 諱言于 j三j/ 種

諱言聖

神

部輔忠 〈正學說〉 薩拉助/ 費略J玫 拉利英時 實一 屆三 主主三

軍E j三j/

直

關鍵詢:三位一體漢語基督教文獻數據庫翻譯

作者電郵地址: qinghe:目前@伊d∞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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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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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nalyzing relevant materials in Chin的efrom 也e

“ Database of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Christian 

Mat叮ials"，也IS 缸ticle illu甜甜es the formation 祖d

evolution ofhow 也eterm “Tri到ty"(企om Latin Trinitas) 

is 甘anslated in Chinese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d戶as世賦個d then reflects on the possible paths of 

Sino-Christia且 studies in our da個 age. Firstly, it briefly 

summarizes the fom祖tion of 也e doctrine of the Tri剖ty

in Western Christianity. Th凹， according to 也e

chronological order of the en出es in the datab晶e， it 

analyzes in details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缸祖slation of the Tri且ity. In his conclusion，也e author 

discusse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Chinese 

仕'anslation of the Trini句， and reflects 由e influenc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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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叫 technology can have on S血。-C世istian s個.dies. It 

缸gues 也at 也e principle of 甘ansliteration was inherited 

企om the Jesuits in China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旭g Dynasties. However, the Chinese t開ns usedω 

translate 也e Latin Trinitas were determined and fixed 

around 1605. But in some literati writin肘， the Chinese 

understa且也ng of Trinity was different from the 

missionaries, which shows the loca1ization of 

interpretations by these Chinese literati. One possible 

way to do Sino-Christian Studies in the future could be 

by doing keyword researches with the help of data b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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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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